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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可能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2020

年一开始就如此跌宕起伏。
先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被辖区派出所训诫；2月1日上

午10时41分，他又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了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消息。

也许，这样的开年经历，将令他终身难忘。

白 杰 品 股

“造谣的医生”
自己也被感染了

李文亮，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
线医生，也是此前武汉公布疫情被训诫
的8名医生之一。

2019年12月30日下午，武汉市中
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中发布关
于华南海鲜市场疫情的信息。不久后，
他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而被辖
区派出所提出警示和教育、批评。

据李文亮回忆，去年12月30日，他
看到一份病人的检测报告，显示检出
SARS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出
于提醒同为临床医生的同学注意防护
的角度，所以在群里发布消息说“确诊
了7例SARS”。

据媒体报道，当时有3个医学交流
群发布相关的消息，群名分别是：武汉
大学临床04级群、协和红会神内、肿瘤
中心。疫情初期，这些信息尚未引起足
够的重视。1 月 1 日，武汉警方发布通
告：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
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
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处理。

8名疫情“造谣者”备受舆论关注，
而“造谣者”之一的医生李文亮，因身份
曝光而被媒体聚焦。

李文亮说，1 月 3 日，公安局找到
他，要求他签了训诫书，此后他一直在
医院正常工作。在接诊了新冠病毒肺
炎患者后，1月10号他开始出现咳嗽症
状，11号发热，12号住院。

李文亮介绍了自己感染肺炎的经
过：1月8日，他接诊了一位82岁的女性
患者，就诊的疾病是急性闭角型青光
眼。他说：“我们平时接触患者也没有做
特殊防护，病人来的时候也没发热，我就
大意了。不过，第二天也就是9号，她就
发烧了。等她CT做完，我就高度怀疑
她是病毒性肺炎。因为CT显示，她的
症状是‘双肺磨玻璃样病变’，这是病毒
性肺炎的表现。而且，已经排除了常见
病毒感染，支原体、衣原体感染等情况。
不过，因为医院还没有用于检测确诊病
人的试剂盒，当时并没有给她确诊。她
1月8号住院，我1月10号就出现了咳嗽
症状。随后我的病情也发展出现严重症
状，并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李文亮说：“那时候我还在想通报
怎么还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医护感
染。”事实上，此前经过治疗，他的核酸
显示为阴性，不过仍呼吸困难，无法活
动，父母也在住院中。 让他感动的是，
病房里看到很多网友支持和鼓励，“我
的心情也会轻松一些”。李文亮在微博
发长文时澄清，“我没有被吊销执照，请
大家放心，我一定积极配合治疗，争取
早日出院！”

他还说：“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
兵。恢复以后还是要上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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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20年2月1日，李文
亮发微博称，核酸检测结果阳
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据武汉警方披露，为查明情
况，公安机关先后对8名行为人
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调查情
况，8人分别传发了“X医院已有
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
例SARS”“Y医院接收了一家三
口从某洲回来的，然后就疑似非
典了”等未经核实的信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相关规定，因上述 8 人情
节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
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
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在李文亮患病期间，他得以
正名，从“造谣者”变成了“可敬
的人”。

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官
微文章称，在武汉市公安机关
处罚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
市 场 确 诊 7 例 SARS’的 案 件
中，“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
的确可以认定，鉴于新型肺炎
不 是 SARS，说 武 汉 出 现 了
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且
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
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
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予其行
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
当性。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
型肺炎并不是 SARS，但信息发
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
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
这个‘谣言’，并基于对SARS的

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
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
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
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
事。”

文章建议，执法机关面对虚
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
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
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
要信息基本属实，主观上并无恶
意，行为客观上未造成严重危
害，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
持宽容态度。文章称，试图对一
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
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
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
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
正义价值的反面。”

文章称，鉴于社会生活纷繁
复杂，新类型谣言层出不穷，审
查不同情形的行为，应结合其主
观恶性与客观影响等情形综合
判断。

1月29日晚，中国疾控中心
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
鲁健专访。对于疫情初期 8 名
武汉市民称“出现 SARS”被约
谈，曾光表示：“这8个人是可敬
的，他们有一定见解的。作为公
共卫生专家，希望同他们对话，
希望从他们身上学点东西。”

也许，对李文亮来说，早日
康复、等待春暖花开，如今已比
其他事情更重要了。

综合央视、《南方都市报》、
澎湃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微博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8—78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大部为优
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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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29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广元、攀枝花、绵阳、雅安、
乐山、西昌、德阳、巴中、资阳、眉山、遂宁、宜宾
良：自贡、南充、广安、内江、泸州、达州

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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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开
问：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沪指低开，

盘中震荡走低，收盘大跌，你怎么看？
答：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受新

型肺炎病毒防御升级影响，市场避险情绪
急涨，个股全面普跌，各股指盘中跌幅均
超3%，盘面上仅医药板块逆市活跃。从
形态来看，原本预判春节假期前后形成的
一个小转机会带来红包行情，但突如其来
的疫情升级打乱了市场原本的节奏，随着
调整级别升级，也使得沪指已跌至2733
点反弹以来的0.382黄金分割位2976点
附近，由于春节期间疫情继续升级，甚至
各地春节长假也被延长，参考假日期间香
港恒生指数已下跌5.72%，因此节后首个
交易日不排除大幅低开的可能，不过由于
新型肺炎特效药的临床试点已开始，湖北
省外新增确诊数量也连续下降，预计市场
低开幅度应该在4%左右。

资产：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按计划持
股。目前持有中国中期（000996）25万股，白
云机场（600004）10万股，置信电气（600517）
45万股。资金余额5715808.35元，总净值
12942308.35元，盈利6371.15%。

周一操作计划：因疫情影响国际客
流量，白云机场持有逻辑破坏，拟止损卖
出，置信电气、中国中期拟先买后卖做差
价，另拟择机买入有研究所的科伦药业
（002422）、物流龙头顺丰控股（002352）
合计不超20%仓位。 胡佳杰

“这8人可敬”
公共卫生专家点赞


